
 

 

 

重视人才培养，打造一流团队

 

 

 

 

 

 

 

  

急诊科省级青年文明号 



 阶梯式人才培养计划 

 岗位能手培养 

 加强“三基三产”训练，建立专业技术档案 

 择优外派（制度已打印） 

 储备青年干部： 

 职务晋升 

 护士长的摇篮 

 专业学会任职 

 岗位练兵 

 发表专利、论文 

 树立先锋模范 

 

 



 构建“学习型”青年文明号，搭建人才梯队 

优质的青年文明号服务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持，拥有合理的专业人才

梯队配备，才能更好的发挥青年文明号的作用。在长期的青年文明号建

立实践中，我们始终把建设“学习型”青年文明号、培育“学习型”青

年医护人员作为建立活动的重要内容，全面增强政治理论和业务技术素

质，提高创新潜力。科室采用阶梯式人才培养计划，根据不同的年资和

职称制定不同的培养方向。创新机制，以效果为导向，多样化、多途径

搭建人才梯队。 

 

 

 

 

 

 

 



急诊科青年人才培养计划 

为提高临床医疗护理水平，有效提升急诊科青年医务人员的综合能

力及岗位胜任力，培育“学习型”青年医务人员、培养岗位能手、促进

青年成才，急诊科搭建梯队，实行分层全方位人才培养计划： 

一、急诊科医生培养计划 

急诊科医生培训计划分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阶段（1～3 年）、专

科培训阶段（4～5年）、亚专科培训阶段（5 年以上）。 

（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阶段（1～3 年） 

本阶段重点培训医生运用急诊科专科基础知识和技能。完成急诊基

本理论、基本操作技术、基本临床思维的培训，能完成一般急诊病人接

诊、病历书写、鉴别诊断、临床思维、基本操作、医患沟通等技能的培

训，能参与危重病人的急救工作。 

（二）专科培训阶段（4～5 年） 

本阶段重点进行医生专科化培训。完成急危重症患者专科知识和技

能的培训，侧重于中毒、休克、创伤、多器官脏器衰竭等专科疾病的诊

治，呼吸治疗技术、创伤生命支持技术、ECMO 技术、血流动力学监测技

术等专科化内容。 

（三）亚专科培训阶段（5年以上） 

5 年以上急诊科医生的专科化培养已经成熟和完善，本阶段培训着

重在亚专科发展，进行中毒救治、心肺复苏、创伤救治、休克等亚专科

急危重症救治新概念与新技术的学习与掌握，并从中发掘带教人才，组

织或参加亚专科查房、教学及研究工作。 



二、急诊科护士培养计划 

急诊科青年护士培训计划分为助理护士培养计划（1年以内）、1~3

年护士培养计划、3~5 年护士培养计划、5~10 年护士培养计划。 

（一）急诊科助理护士培养 

本阶段重点培训护士运用急诊科专科基础知识和技能，完成急诊病

人急救技术、复苏技术和监护技术的培训，能完成一般急诊病人护理，

能参与危重病人的急救工作。 

（二）急诊科 1~3 年护士培养 

本阶段重点训练护士按系统按症状对危重病人实施急救护理的能

力。通过培训，护士可完成急危重病人的急救和护理，运用护理程序的

理论和方法，为病人提供系统、全面的护理。 

（三）急诊科 3~5 年护士培养 

3~5 年护士在理论和操作技能上已经逐步成熟和完善，本阶段培训

在完成危重病人急救护理的基础上着重急重症救护新概念与新技术的学

习与掌握，并从中发掘带教人才，组织或参加专科护理查房，指导下级

护士开展护理工作。 

（四）急诊科 5~10年护士培养 

本阶段重点训练护士具备指挥、协调、组织和管理能力。通过培训，

护士可组织完成危重病人的急救护理，解决急诊专科护理技术中的疑难

和紧急问题，能组织专科查房，指导下级护士开展护理工作及承担进修

护士、专科护士带教等教学任务。 

三、骨干医务人员培养计划 



    为学习更先进的医疗护理技术和管理理念，加强急诊科青年人才的

培养，我科积极选派骨干医务人员参加各级管理或专业领域学术培训、

会议、交流，以提升综合能力。我科鼓励青年医务工作者积极参加省卫

生计生委组织的临床医疗技术国际交流项目，通过考核后，按医院《员

工出国（境）规定》进行申请，满足条件者予以出国交流。 

 



 

具体培训内容见下： 

助理护士培训内容 

进行医院及科室岗前培训，内容包括护士仪容仪表及礼仪规范、科

室规章制度的学习、岗位职责的学习、医疗安全与医疗权限、科室消防

及应急预案培训、医疗纠纷的防范。除参加护理部组织的系列培训外，

科室还开设理论授课与工作坊形式相结合的岗位胜任力培训，每月进行

理论知识考核，工作坊后立即进行操作考核，对考核中存在的问题，除

个别当场予以指正外，还安排时间进行集中讲评，复习操作规范，以提

高护士的专业技能，使护士掌握岗位所需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提高岗位胜任力。 

 

第一个月 

一、 理论部分 

1. 急诊科的工作环境、工作人员和科室概况及人员配置；五常法在急诊

科中的应用 

2. 熟悉医院和科室各项规章制度 

 各班职责 

 交接班制度 

 消毒隔离制度 

3. 沟通技巧、护士礼仪 

4. 病例书写 

 留观病历 



 

 重护单 

 EICU流程单 

 体温单 

 抢救记录单 

 入院护理录 

5. 各种标本的留取方法及临床意义 

 抽血部位（静脉、动脉） 

 各种试管及容器 

 各种培养标本（血、痰、尿、大便、咽拭子、导管） 

 各种体液标本的送检（胸水、腹水、脑脊液等） 

6. 心肺复苏指南 

7. 皮肤压疮的护理 

 褥疮分级 

 预防措施 

8. 医疗安全：意外事件的处理 

          床、轮椅、平车的管理 

          劳动纪律 

          转运病人、病人出入院的处理 

          药物外渗的处理 

          物品管理 

9. 针刺伤和自我防护 

 预防措施 



 

 刺伤后处理 

 

二、 操作部分 

1. 心肺复苏（单人） 

2. 心肺复苏（双人） 

3. 口腔护理 

 漱口液的选择 

4. 肺部听诊 

 听诊部位 

 呼吸音判断 

5. 叩背 

 适应症、禁忌症 

 扣击部位和时间 

6. 静脉采血 

7. 静脉输液 

8. 危重病人六清洁 

9. 会阴护理 

10. 气垫床的使用 

11. 气圈的使用 

12. TDP 照射 

 照射距离、时间 

 注意事项 



 

13. 安置体位： 

（1） 呼吸困难的病人 

（2） 颅脑外伤的病人 

（3）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病人 

（4） 昏迷病人 

（5） 肢体功能位安置 

（6） 轴形翻身 

1.适应症 

2.二人法 

3.三人法 

（7） 三角枕的使用 

14. 电动床的使用 

15. 转运床的使用 

16. 轮椅的使用 

17. 平车的使用 

 

第二个月 

一、 理论部分 

1. 急诊分诊指南 

2. 中毒急救 

i. 有机磷农药中毒 

3. 心电监护技术 



 

 ECG/SPO2/ABP/NBP/R/T 

 报警范围设置 

 监测结果的观察 

 报警处理 

4. 常见心律失常的识别 

 正常心电图特点 

 房早、室早、交界早 

 房颤、房扑 

 室颤、室扑 

 室上速、室速 

 房室传导阻滞 

二、 操作部分 

1. 除颤 

 适应症 

 操作步骤 

 除颤后并发症 

2. 电复律 

 适应症 

 电复律前准备 

 操作步骤 

 电复律后并发症 

3. 除颤仪检测（双相、单相） 



 

 自检 

 调节时间 

4. 洗胃机的使用 

 适应症、禁忌症 

 洗胃液的选择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5. 床边监护仪和中央监护仪的使用和保养 

 使用 

 清洁、整理 

6. 心电图机 

7. 皮试：碘、青霉素、头孢类、PPD、TAT 

 碘过敏试验：静脉、结膜 

 皮试结果的判断 

 PPD 试验结果的判断 

 TAT 脱敏治疗 

8. 深静脉导管护理 

9. 静脉留置针 

 穿刺方法 

 通路维护 

10. 动脉测压管内抽血 

11. 有创测压 



 

 管道维护 

 调零 

 圆盘位置 

 方波试验 

 波形观察 

 三通的使用 

12. 无创电子血压计 

13. 无创手动血压计 

14. 更换动脉圆盘及测压管 

15. 微泵 

16. 加压输液泵 

第三个月 

一、 理论部分 

1. 人工气道管理和呼吸机使用 

 人工气道种类、插管深度 

 人工气道湿化、排痰 

 呼吸机模式、参数 

 呼吸机报警设置、处理 

2. 创伤急救和护理 

 评估 

 生命支持 

3. 肠内营养与胃肠外营养 



 

 肠内营养方式 

 胃肠外营养方式 

 肠内营养的注意事项 

4. 上消化道大出血的急救和护理 

 出血部位判断 

 出血量估计 

 止血措施 

 体位 

 三腔二囊管护理 

 

二、 操作部分 

1. 氧疗：包括鼻导管、面罩、加压面罩、呼吸皮囊、可控式等给氧装置

的使用 

 加压面罩使用手法 

 呼吸皮囊检查 

 呼吸皮囊使用方法，所需氧流量 

 可控式给氧装置氧流量选择 

 雾化药液的添加方法 

2. 经口气管插管病人的口腔护理 

 口腔冲洗 

 口插管固定 

3. 经口鼻腔吸痰 



 

4. 气管套管内吸痰 

 吸痰期间病情的观察 

5. 气道梗阻的处理 

（1） 腹部冲击法 

（2） 胸部冲击法 

6. 气道管理： 

（1） 口咽通气管的使用 

1.病人选择 

2.型号的选择 

3.放置手法 

（2） 便携式呼吸器使用 

（3） 呼吸机病人气道管理 

 病人体位 

 气道湿化：湿化温度、湿度、湿化器安装使用 

 气囊压力 

 呼吸机管道管理：积水杯处理、管道连接，管道积水的处理、管道

消毒 

 安全管理：固定、活动、转运 

7. 三升袋的配制 

8. 胃管内鼻饲 

 胃管深度 

 评估胃排空情况 



 

 病人体位 

 鼻饲液温度 

 鼻饲速度和量 

9. 空肠营养管管饲 

 鼻空肠营养管深度 

 空肠造瘘管固定 

 空肠营养液温度 

 管饲速度和量 

10. 营养泵的使用 

 管道安装 

 参数设置 

 报警处理 

11. 三腔二囊管的使用： 

 用物准备 

 胃气囊、食道气囊充气顺序和充气量 

 牵引 

 放置时间 

 留置期间并发症 

 拔管 

 

第四个月 

一、 理论部分 



 

1. 血气分析的判别和影响因素 

i. 酸碱失衡的判断 

ii. 呼衰分型 

iii. 正确送检标本的方法 

2. 急救药物的应用 

 药物剂型、剂量、用法、作用、副作用 

3. 血糖监测 

 血糖过高 

 血糖过低 

4. 亚低温治疗和脑复苏 

 

二、 操作部分 

1. 动脉采血 

2. 动脉留置针 

3. 血糖仪的使用 

4. 温水擦浴 

5. 冰袋的使用 

 使用部位 

 禁止使用的部位 

6. 冰帽的使用 

 褥疮的预防 

7. 冰毯的使用 



 

 适应症 

 体温监测 

 褥疮的预防 

8. 女性病人导尿 

 用物准备 

 消毒顺序 

 导尿注意事项 

 

第五个月 

一、理论部分 

1. 临床常见危象 

2. 腹部生理解剖，常见腹部引流管放置的目的、部位、引流液的特点、

观察点和引流管的要点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二、 操作部分 

1. 更换引流袋 



 

2. 恒温箱的使用 

3. EICU新病人入院程序 

 登记 

 宣教 

 记录 

 医嘱处理 

4. EICU病人出院程序 

 撤销 

 病历整理 

 宣教 

 预出院 

5. 尸体护理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1~3 年护士培训内容 

参加护理部组织的分层培训及每月科室组织的业务学习，自学相关



 

专业知识；参加每月一次的科室理论考核及每季度一次的操作考核。 

 

1、理论培训 

1.1 工作职责与程序 

1.2 患者护理安全目标及策略 

1.3 急诊科应急预案 

1.4 症状护理常规 

2、技能培训 

2.1 CPR 

2.2 心电监护 

2.3 微量注射泵、营养泵 

2.4 简易呼吸器 

2.5 除颤 

2.6 洗胃 

2.7 呼吸机使用 

2.8 临时起搏器的护理 

2.9 PICC 导管护理 

 



 

3~5 年护士培训内容 

参加护理部组织的分层培训及每月科室组织的业务学习，自学相关

专业知识；参加每月一次的科室理论考核及每季度一次的操作考核。参

加相关护理学习班，掌握急救护理的新知识、新技能、新进展，并对科

内护士进行教育及培训，在科室业务学习时主讲小讲课；参加带教老师

知识、技能及沟通能力培训。 

 

1、理论培训 

1.1 急重症救护新概念与新技术 

1.2 急诊预检分诊 

1.3 护理带教相关知识培训 

1.4 小讲课技巧 

1.5 护患沟通技巧 

2、技能培训 

2.1 人工气道管理 

2.2 心电监护 

2.3 肠内肠外营养护理 

2.4 床边超滤 

2.5 PICCO 监测 

  



 

5~10 年护士培训内容 

参加护理部组织的分层培训及每月科室组织的业务学习，自学相关

专业知识；参加每月一次的科室理论考核及每季度一次的操作考核。参

加带教老师知识、技能及沟通能力培训；参加省内/国内的相关护理学习

班，掌握急救护理的新知识、新技能、新进展，并对科内护士进行教育

及培训，担任科室每月业务学习的主讲老师，每年至少 2 次；参加科研

培训，参与科研课题的设计与实施。 

 

1、理论培训 

1.1 急救护理新进展 

1.2 模拟应急预案，组织晨间提问 

1.3 文献检索 

1.4 科研设计 

1.5 标书书写 

2、实践 

2.1 每 1-2 年写一篇论文，并能在核心刊物上发表 

2.2 逐步参与科室的管理，做好护士长和护士之间的桥梁作用



 

 培养岗位能手，促进青年人才 

科室内形成“讲学习、比技术”的学习氛围，开展技能竞赛、岗

位练兵，号手联动。迎合广大青年在竞争中成长成才的强烈愿望和立

足岗位建功立业的迫切需求，制定培养青年人才及岗位能手计划，推

动了一批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陈  霞：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浙江省五一巾帼标兵 

        浙江省青年岗位能手 

        浙江省卫生系统护理技能大赛一等奖 

潘  建：全国突发中毒事件应急技能比赛一等奖 

        浙江大学十佳青年岗位能手 

潘向滢：浙江省优秀护士 

徐小宏：浙江省明星护士 

王海苹：浙江省明星护士 

徐佳：浙江大学青年医师技能竞赛二等奖 

干彩琴、陈云飞、陈璐、应莉、朱立琴等：“迎 G20 浙大一院护

理急救技能竞赛”个人全能赛一、二、三等奖，团体赛一等奖 

近三年    

医院先进工作者 26名 

医院满意服务标兵 11 名 

优秀带教老师 30 名 

„„ 



 

 

 

 

  

全国突发中毒事件应急技能比赛一等奖 

  

 

  

“迎 G20浙大一院护理急救技能竞赛”参赛选手全部获奖 

 

 

 

 

 

 

 



 

 加强“三基三产”训练，建立专业技术档案 

我号注重青年医护人员“三基三产”训练，医生每周查房及病例

讨论，护士每月科内业务学习，每季度操作培训、考试。各类培训和

考试中，青年过关率 100%，技术操作合格率 100%。建立专业技术档

案，所有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均由电子系统记录在案，同时通过专业技

术档案查询年度课程参与率与达标率，明确年度计划，考核达成情况。 

 

三基演练，夯实基础 

  

 

 

 

 

 



 

 建立择优外派培训制度，鼓励“走出去，引进来” 

建立竞争性择优外派学习培训制度，多位青年医护人员通过卫计

委、医院选拔出国进修交流学习。同时建立外派人员学习培训的分享

机制，引进先进理念，普及先进管理方法和经验，促进自身成长。 

    

青年护士潘向滢、吴毅颖赴英国交流进修 

 

青年医生徐佳赴美国交流学习 

 



 

 培养青年骨干，储备青年干部 

建立青年骨干培养制度。青年文明号建设中始终把青年成长成才

作为根本出发点，创造条件让青年发挥优势和特长，参与教学、科研、

学术交流等。培养青年干部梯队，储备青年干部。目前为止，潘向滢、

陈霞、周晓瑜、朱雪琼等青年医护人员被提拔为中层干部，加入青年

干部储备队伍。 

 

 



 

 护士长摇篮 

急诊青年文明号重视人才培养，挖掘管理人才，目前已培养 19

名护士长，在医院的各个岗位发挥光和热 

 

护士长的摇篮 

 

 

 

 

 

 

 



 

 专业学会任职一览表 

急诊青年文明号成员专业学会任职一览表 

陆远强：杭州市医学会鉴定专家库成员 

人才开发协会健康促进委员会常务理事 

浙江省急诊医学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委员会副会长 

浙江省医学会创伤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浙江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 

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科普知识讲师团团长 

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多发伤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分会急性中毒委员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灾害救援分会理事会理事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灾害救援分会中毒学组副主委 

中华危重症医学杂志电子版第二届编辑委员会副总编辑 

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青年委员 

中华医学会医学科学研究管理学分会青年委员 

赵雪红： 

浦其斌：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呼吸治疗学组委员 

李彤：浙江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潘向滢： 

章夏萍： 



 

王海苹：中华护理学会急诊专委会青年委员 

 



 

 岗位练兵，开展急救演练 

为更好地应对突发急救任务要求，我号定期进行急救演练，提高

青年主力力量的应急能力。形式上包括科室内部自行演练，院内协同

演练，安保、急救、杭州市联动综合演习。内容包括急性冠脉综合征、

急性脑卒中、多发伤和群体外伤事件、群体中毒事件、院内转运等几

个方面。创伤的演练是重点和难点，我号建立了三支创伤应急队伍，

团队成员包括了急诊医师、外科医师、呼吸治疗师、护士、影像科医

师、协调员等青年医护人员，这样的队伍建设不仅仅对于这次保障任

务，对于今后医院的创伤救治程序都会是一个极大的提高和促进。 

演练过程中，我号青年们不光放眼全局，同时也注重细节。对于

各种交接情况，运送通道、电梯、随行人员都有了详细的规定，如几

人进入电梯、几人进入救护车、随行的救护设备种类、平车转运时哪

里是最容易出现颠簸，通过演练都了如指掌。而事实证明，在后面的

实战过程中，急诊青年们完美再现了演练成果，是医疗应急能力的巨

大提升。 

  

多发伤演练                         群体外伤演练 

 



 

  

脑卒中演练                        急性中毒演练 

  

院内转运演练                急性冠脉综合征演练 

 

 



 

 发表专利、论文 

见文件夹，需打印 

 



 

 树立先锋典型，带动青年成长成才 

在长期的青年文明号建设过程中，我号充分意识到先进青年对集

体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树立先锋典型，以现实的榜样来激发青年学习

热情，推动青年建功成才，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先进人物： 

赵雪红（青年文明号负责人）： 

赵雪红从事护理工作 31 年，擅长急危重症护理，主动请缨赴利

比里亚疫区抗击埃博拉，汶川地震时，承担转运任务，保证了所有伤

员均安全转运至浙江；在禽流感、非典等突发疫情中，主动承担重任，

带领团队奋斗在一线；参加“微笑行动”公益组织，每年年休假都去

贫困地区乃至印度，义务承担唇腭裂修补患儿的术后监护 500 余例。

她善于钻研，完成医学科研课题 6项，发表于国际 SCI及国内权威期

刊的论文 20 余篇；她还是浙江大学教学医院的护理专家、硕士生导

师。 

荣誉： 

2015年 全国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先进个人    

2015年 浙江骄傲 

2015年 浙江省卫生计生系统最美志愿者        

2015年 浙江大学先进工作者 

2016年 浙江大学服务保障 G20 杭州峰会先进个人 

2016年 浙江省教育系统‘事业家庭兼顾型’先进个人 

2016年 浙江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   



 

2016年 浙大好护士          

2016年 杭州生活品质 健康生活点评最佳人物 

2005-2006 年度浙江省优秀护士 

历年被评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级先进工作者、优秀

护士长 

盛迪： 

2013 年，台风“海燕”重创菲律宾。我科青年护士盛迪作为第

一批国际医疗救护队的成员之一参加援菲行动。在援助期间，中国政

府医疗急救队共救治了 1831 位病人，为 20万人口的阿布约及周边城

市提供了相关医疗救助服务。鉴于他们的特殊贡献和获得的国际认

可，团体被授予浙江省国际救援团体一等功 

荣誉： 

2014年浙江省国际救援团体一等功 

2016浙江省 G20 峰会保障先进个人 

王海苹： 

2016年浙江大学先进工作者 

李彤： 

2016浙江省 G20 峰会保障先进个人 

吴毅颖： 

2015-2016 年度浙江大学优秀团干部 

浦其斌： 

2016年浙江大学优秀党员，浙大一院满意服务标兵 



 

胡红英 

2015年浙大一院满意服务标兵 

„„ 

 


